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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从众心理的高校图书馆服务探讨
高晶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从众”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常常见到。在高校图书馆中，从众心理所产生的从众现象也
随处可见。本文首先对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进行介绍，并分析从众心理的积极正效应和消极负效应在图
书馆中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索出新方法，以达到图书馆为学生服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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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Servi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Conformity Mentality
GAO J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0, China)
Abstract: “Conformity” phenomena can be seen frequently in daily life. In the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conformity phenomena resulting from conformity mentality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his
article firstly introduced the conformity mentality and conformity behavior, analyzed the influence in the
libraries caused by positive effects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conformity mentality, and then explored new methods
to realize the libraries’ goal of serving students.
Key words: conformity mentality; librarie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大学生卢虹任

害己。还有校园贷、“裸条”贷款等社会不良网络

3 年买了 2682 册图书，把寝室变成了小型“图书

借贷毒瘤，一直在残害着大学生的心理甚至生命，

[1]

馆” ；云南师范大学的李诗白在寝室堆放了 5000 多
[2]

册图书 ，初衷仅是为了满足阅读的爱好，方便自

这都是从众心理消极作用所引发的表现。
1 从众心理的概念

己阅读，但是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其他同学也纷

埃利奥特•阿伦森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社会心理学

纷效仿，开始了读书，并爱上了阅读。其实，在高

家之一，他是这样解释从众心理的，“由一个人或

校图书馆经常看见“寝室集体考研”“班级集体学

一个团体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

习”的现象，他们的共性之一就是群体性。这种群

和观点的变化”[5]。1951 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

体性是从众心理的积极正效应在发挥着强大的作

罗门•阿希（Solomon Asch, 1907－1996 年）做过一

用，也因此，它的威力不可小觑。比如，在 2017 年

个关于从众心理的实验，用实验数据来进一步阐述

高考中，山东省莒县的“学霸班”40 名学生的分数

从众心理可怕的影响力。实验材料用 1 对卡片，左

[3]

全部超过 600 分，全部考入“985”高校 ；四川大

边的卡片上有 1 条竖线，右边的卡片上有 3 条不同

学某学霸寝室收到 16 份录取通知书，分“抢”5 名

长度的线段，但其中有 1 条竖线和左边卡片上的竖

[4]

学生 。但是，从众心理利用失当也会产生消极的

线是一样长的，被试者要求回答的问题很简单，只

负效应，一人作弊，一部分思想意识薄弱的大学生

要辨认出哪两条线段是一样长的就算完成回答。实

受其“传染”，这样不假思索的盲目从众行为，虽

验共进行了 18 轮。第一轮实验开始，被试者在互不

可偶尔蒙混过关，但最终在大学里一无所成、害人

影响对方的情况下，基本都能做出正确答案，前两
轮的实验正确率达到 99%。从第三轮实验开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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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当被试者看见这些人的答案时，明显怀疑自己

2017 年 12 月第 41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43 •

的选择是否有误，直到 18 轮实验结束，平均有 33%

和说服教育，防止抵触情绪的产生，有效遏制不良

的被试者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正确判断而顺从了群体

负效应。第三，针对蓄意破坏行为，图书馆工作人

的错误判断，有 75%的人至少做出过一次错误答

员应尽可能早发现其不良势头，及时采取措施进行

案。由实验可推论出，从众心理的选择与群体选择

制止。如若破坏行为已经发生，则在说服教育的同

有关。从众心理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

时应按相关规定严厉处罚，把从众心理的负面行为

2 避免大学生在高校图书馆发生从众心理的负效应

消灭在可控范围内，维护图书馆自身利益和广大学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卡 尔 • 罗 杰 斯 （ Carl Ranson

生的权益。第四，图书馆应抓住有利时机，在新生

Rogers, 1902－1987 年）曾经指出，“青年的从众行

开学初期进行图书馆有关规章制度的学习和教育，

为很可能是他们在自己的需要被接受与保留其个性

把图书馆馆员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理念传达到每

两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尽管他们相信保持个性很重

一名学生中。强调爱护图书和遵守纪律，把保持图

要，但同时也感到为了受欢迎而与同伴保持一致是

书馆良好学习氛围的重要性也同样传达给每一位同

[6]

必要的” 。从众心理有着广泛的社会普遍性，有

学。免费发放大学生手册，改变大多数学生的不良

着广大的群众基础。大学生正处于全面塑造世界

阅读习惯和行为，尽快营造出良性的文化氛围。另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时期，意识能力较弱，判断

外，通过运用心理暗示法，制止消极从众行为。在

性较差，独立性略有不足，很容易受他人言论与行

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角色期待”“兴趣诱变”

[7]

为的蛊惑，做出与自我认知相违背的判断 。高校

等方法，达到制止大学生消极从众的目的[9]。

大学生比个性、比排场、比阔气的风气日趋严重，

3 正确把握从众心理在高校图书馆的正效应

从众心理明显，但是其消费能力是有限的。因此，

为了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高校图书馆采用正

产生了校园毒瘤“校园贷”。校园贷只是从众心理

面的教育方式，把握从众心理的积极正效应，改变

的一个现象，从众心理的表现比比皆是，比如，择

大学生自身的消极从众，因材施教，适时引导，促

业从众、专业从众等都是从众心理在发挥作用。从

使高校图书馆服务的价值最大化。高校图书馆的图

众心理往往是缺乏理性思考的一种表现。

书借阅服务、多媒体阅览服务、电子文献下载等服

而从众心理的负效应在高校图书馆也有着强大

务，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了和谐进取的教育环境，同

的传播作用。当今社会，藏书量已不再是衡量图书

时也应鼓励大学生积极从众，由个体影响群体，继

[8]

馆的唯一标准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基本都是

而影响更多的个体[10]，促使更多的大学生“融入主

在校大学生，他们思维活跃，对事物的解读有片面

流、顺应潮流”，逐步形成健康的、良好的图书馆文

性，从众心理严重，容易受到不良行为的传染，比

化环境。高校图书馆只有正确认识学生的积极从众

较常见的有，乱涂乱画乱写，污损撕毁图书，偷取

心理，有效扩大“从众规模”，才能为高校大学生从

盗窃图书等不良行为；还有一些大学生对图书馆的

众心理的正面效应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

规章制度视而不见，不遵守规章制度，在图书馆不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更好地培养学生，高校图

关闭手机等通讯设备，旁若无人地接打电话，随意

书馆应该积极发挥从众心理的正效应，把从众的正

大声讲话、聊天，更有学生甚至吸烟打闹，恶语伤

效应传递给每一位学生，以形成正确导向的文化氛

人等；还有行为散漫，衣着不得体进入图书馆；占

围，感染每一个学生，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位情况相当严重，图书严重超期不归；还有少数学
生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直接发生冲突等问题。

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宣传是指能影响图书馆
形象及效能发挥的一切信息传播”[11]。具有客观的

大学生容易受从众心理的影响，“剽窃”错误

存在性、群体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有着明显的现实

的不良行为。为了防止不良行为的大规模发生，图

意义。学校应该积极利用从众心理的正效应，发布

书馆工作人员首先应该秉承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负

正面信息和权威信息，利用从众心理加快其传播速

责的精神，时时关注图书馆学生的行为，对于不遵

度，提升影响力，力求得到大学生的关注与效仿。

守纪律的学生，要及时进行劝阻和制止，防微杜

高校图书馆应从以下 2 个方面进一步改善。一

渐，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以免不良行为的扩

方面，组织名人演讲，用名人的励志故事激励学生

散。第二，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发挥其专业精神，

学习与效仿。在专业领域范围内，为了达到培养学

在尊重读者权益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耐心的解释

生浓厚的专业兴趣的目的，聘请国际知名专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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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著名学者做研究报告，使学生在折服于大师风范

的心理状态，正确引导大学生从众心理，有效克服

的同时，也能找到对专业领域的信心与目标，找到

从众心理负效应所带来的问题，努力发挥从众心理

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确立人生目标，并为其奋斗。

正效应的作用，把高校图书馆变成学生心目中不可

图书馆还应该建立正确健康的舆论导向，树立良好

撼动的“精神灯塔”。

的榜样。榜样是他人行为的示范，既能反映高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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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优秀的图书馆应该像企业文化一样，有着

（收稿日期：2017-07-25）

振奋人心的作用。因此，图书馆要深入研究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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